
多测头性能

包括多种直径的球测头、触发式测头、曲形测
头及加长杆组件。

 新功能 - 自动睡眠模式

 自动关闭仪器部件、节约电力、延长产品 

 寿命。

温度传感器

在每个关节处设有温度传感器，可以让测量臂

“感觉”温度变化，并对此进行调节，以便最大
程度地保证精度和便携性。

新功能 - 高精度、高价值

与前一系列的钛金系列测量臂相比，此设备的精
度提高了15% 。 

常见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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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

 内置自平衡系统

 内置平衡系统提供舒适的无应力操作。

通用89mm快速安装盘

通过89mm快速安装卡盘使其真正做到“就
地安装”，操作方便快捷，可缩短停工期。

  七轴可供选择

  无限旋转设备可用于不间断测量

  高性能电池可供选择

  运用于四个工作空间

  航空级别的复合材料
航空：校准、加工和模具检定、工件检测

汽车：工具制造和检验、校正、工件检验

五金：OMI、首件检验、定期零件检验

制模/工具和冲模：模型及模具检验、原型部件扫描

卓越品质

凭借高精度、耐久性、高科技和低成本效益等诸多优势，FaroArm Fusion  
便携式CMM帮助您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工艺，与钛金测量臂相比，精度更

高、成本更低、集合了顶级产品 FaroArm Quantum的所有式样。Fusion是
经济型、一体化的便携式工具，可用于检测、工具认证、CAD至部（CAD-
to-Part）分析或逆向工程。

 新功能 – Bluetooth® 蓝牙无线传输

 无线探测及数字化距离可远达10米。

FaroArm® Fusion 测量臂



FaroArm®测量臂测试方法 -（ 测试方法是国际三坐标通用标准B89.4.22标准中的一部分。）
单点重复测试（最大-最小）/2 
FARO测量臂的测头置于标准锥上，从多个方向对单点进行测试，每个单点从X、Y、Z轴进行分析。对每个点的测量值进行与点位置平均的偏差分析。此方法是评估
关节式测量设备重复性精度的权威方法。

空间测试最大误差：
在FARO测量臂工作范围内的各个位置和方向上进行长度精度的测量。此方法是评估关节测量设备精度的最权威标准。

性能规格

型号
(空间测量直径)

单点精度测试
 (Max-Min)/2

空间长度
最大精度

测量臂
重量

轴 6 7 6 7 6 7
Fusion 
      1.8 m (6 ft. )

0.036 mm 
(0.0014 in. )

0.046 mm  
(0.0018 in.)

±0.051 mm 
(±0.0020 in.)

±0.064 mm  
(±0.0025 in.)

9.30 kg
(20.5 lbs.)

9.50 kg
(21 lbs.)

Fusion 
      2.4 m (8 ft. )

0.043 mm 
(0.0017 in.)

0.051 mm  
(0.0020 in.)

±0.061 mm
(±0.0024 in. )

±0.071 mm  
(±0.0028 in.)

9.50 kg
(21.0 lbs.)

9.75 kg
(21.5 lbs.)

Fusion 
3.0 m (10 ft.)

0.074 mm  
(0.0029 in.)

0.089 mm  
(0.0035 in.)

±0.104 mm
(±0.0041 in. )

±0.124 mm  
(±0.0049 in.)

9.75 kg  
(21.5 lbs.)

9.98 kg 
(22 lbs. )

Fusion 
3.7 m (12 ft.)

0.104 mm 
(0.0041 in.)

0.124 mm 
(0.0049 in.)

±0.147 mm
(±0.0058 in.)

±0.175 mm 
(±0.0069 in.)

9.98 kg
(22.0 lbs.)

10.21 kg
(22.5 lbs.)

硬件规格

认证: MET (UL, CSA Certified) • CE Compliance • Directive 93/68/EEC, (CE Marking) • Directive 89/336/EEC, (EMC) • FDA CDRH, Subchapter J of 21 CFR 1040.10
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, Control & Lab Use
 EN 61010-1:2001, IEC 60825-1, EN 61326
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(EMC)
 EN 55011, EN 61000-3-2, EN 61000-3-3, EN 61000-4-4, EN 61000-4-5, EN 61000-4-6, EN 61000-4-8, EN 61000-4-11

操作温度: 10°C 至40°C (50°F 至104°F)

温度补偿能力: 最大3°C/5分钟(5.4°F/5分钟)

湿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0%-95%,无冷凝 

电源: 全球通用电压
 85-245VAC, 
 50/60 H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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